
通讯员 谭必清 湖南日报记者 彭业忠

“纪委书记上门耐心解释，问题彻底
搞清楚了，我口服心服，不再上访了。”5
月14日， 永顺县一名上访人员紧握着湘
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州委常委、 州纪委
书记邓为民的手，感慨道。

自治州纪委确定今年为攻坚信访积
案年，力求“清仓见底”，组织全州纪检监
察干部深入农村、 社区等基层一线，“零
距离”解决涉纪信访积案。

“三访”：查清了38个“老大
难”信访问题

龙山县苗儿滩镇捞车村村民向某等
人， 因村党支部书记彭某带领党员干部
和部分村民用公款外出旅游等问题，持
续上访了4个年头，且多次到中纪委反映
情况。

为彻底查清这一信访积案， 自治州
预防腐败局副局长李兰英带领工作组一
行3人，自带生活用品，走村串户，反复找
信访人及村民了解情况， 寻找案件化解

的突破口，终于在今年3月，成功化解了
此案。

据了解，今年初，自治州纪委按照“三
访”（带案下访、 公开接访、 家中走访）要
求，组织5个信访调研工作组，赴全州9个
县、市，对去年来收到的中纪委、省纪委转
来的交办件，以及反映村、社区干部问题
的信访件，进行大排查。目前，州纪委领导
已单独见面208人、座谈走访217人、电话
回访179人。38个“老大难”信访问题已全
部调查清楚，并形成了调查报告。

“四包”： 领导包案化解率
在90%以上

自治州纪委规定，按“一件积案、一
名领导、一套班子、一个方案、一抓到底”
的方式， 实行领导包案责任制———包了
解情况、包查处、包化解、包息访。对群众
有异议或没有查清查透的问题重新核
实，切实做到案结事了、罢访息诉。对于
实名举报案件，实行100%回访，努力让
群众满意，经得起历史检验。

领导包案责任制如同“紧箍咒”，倒

逼领导干部提高信访案件办结效率。州
纪委班子成员全体上阵， 深入到所包县
市督查指导。各县市纪委书记与群众“零
距离”沟通，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有力推
动了涉纪信访问题特别是一些疑难复杂
问题的解决。

群众反映吉首市马颈坳镇着落村党
支部原书记张某村务不公开等问题，州
纪委副书记、 州监察局局长田轶到吉首
市调研，此案现已办结。群众反映保靖县
碗米坡镇马蹄村党支部原书记彭某、现
任书记向某有关问题信访件，县委常委、
县纪委书记龙超颖负责包案解决， 经过
反复做工作，此案现已办结，上访人员已
息访。

据统计，今年来，自治州各级纪检监
察机关领导包案化解率在90%以上。

“双查”：立案376件，给予
党纪政纪处分227人

“群众的小事也是大事。”自治州
纪委负责人告诉记者， 在攻坚信访积
案过程中，严格实行“一信双查”，不仅

要查处当事人违纪行为，还要追责问责，
算清有关人员的责任账。

自治州纪委还将信访专项化解工作
纳入年度考核，实行一周一调度，并根据
信访销号和督查督办结果， 按月通报州
直部门、单位和县市排位，对连续两次排
名在后两位的单位予以通报批评， 并约
谈有关领导。

在“一信双查”中，重点查处在信访
处置过程中不作为、 慢作为、 乱作为行
为，严格追究有关人员责任。目前，自治
州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接受信访举报934
件，立案376件，结案220件，给予党纪政
纪处分227人，移送司法机关22人。对化
解信访积案工作不力、 责任不到位的有
关单位主要负责人和纪检监察人员进行
了问责，共约谈84人、诫勉谈话6人、通报
批评2人。

着力打造
邵阳西部生态保护圈
南山开展草原生物多样性保护宣传

湖南日报5月22日讯（记者 蒋剑平 戴勤 肖祖华）今天
上午， 全国草原资源及生物多样性保护现场宣传活动在城
步南山举行。此次活动主题为“保护草原生物多样性，推进
生态文明建设”， 旨在普及草原资源及生物多样性保护知
识，宣传草原保护建设成果，展示湖南南山国家公园体制试
点建设成效。

当前，草原资源过度利用、人为破坏、外来物种入侵等
问题突出，加强保护刻不容缓。南山拥有85万平方公里山地
草甸，2400多种植物、1100多种野生动物和20万亩优质人
工草地， 是我国南方重要的生物种质基因库和典型的草地
生态系统。近年来，城步南山牧场先后实施了天保工程、退
牧还草、退耕还草、草地生态保护和建设等一系列重大生态
工程，建成了国家牧草品种区域试验站(邵阳）、国家牧草引
智示范基地、草地农业生态系统科学观测实验站，并与兰州
大学合作，建立了南方首个草地农业院士工作站，就草地生
态保护和草牧业发展关键技术和共性技术开展攻关。

据悉，城步南山牧场将以这次活动为契机，坚持开发与
保护并重、草地与山地统筹，重点培育草山畜牧业、草山旅
游业等草地产业，大力发展“草地经济”，着力打造邵阳西部
生态保护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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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手爱心企业筹资3000万元
芒果V基金
为贫困户提供公益医疗

湖南日报5月22日讯（记者 陈永刚）芒果V基金大型公
益项目———基层医疗公益计划， 昨晚正式启动。 该项目以

“快乐中国、健康湖南”为宗旨，计划建立覆盖省内所有乡镇
的公益医疗服务站，捐赠药品设备，实施医疗救助，为空巢
老人、留守儿童等农村困难群众提供公益性医疗服务。

据省卫计委提供的数据，目前全省有210万贫困户面临
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问题。为此，在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湖
南广播电视台、省卫计委指导下，芒果V基金携手湖南兴旺
集团、珂信健康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好医生健康产业集团等
数十家爱心企业，筹集善款超过3000万元，计划年内建成覆
盖5000家基层医疗机构的公益服务体系，每年集结超过1亿
元的社会资源，组织千场培训与义诊。

新闻集装

为见义勇为者“撑腰”
为自然灾害受灾者保险
辰溪为53万居民购买“二元民生保险”

湖南日报5月22日讯（记者 肖军 黄巍 通讯员 米承实
李敏）记者今日从辰溪县政府获悉，今年该县按每人2元的
保费，为全县53万居民投保“二元民生保险”。居民因见义勇
为导致伤残和死亡的，或因自然灾害导致伤亡的，最高可获
赔11万元。

为提高民生保障水平， 辰溪县为全县所有居民投保以见
义勇为和自然灾害为主的“民生保险”。在2015年投保“一元民
生保险”基础上，今年升级为“二元民生保险”。县财政为户籍
人口及暂住人口，按每人每年缴纳2元保费的标准，统一投保

“见义勇为救助责任保险”和“自然灾害公众责任保险”。
“为全县居民投保‘二元民生保险’，旨在弘扬见义勇为

精神，并增强社会公众抵御灾害风险能力。”辰溪县政府主
要负责人说。

永州消防“门缝”救人
湖南日报5月22日讯 （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邓微）今

天， 永州市零陵区居民李某某专程来到该市消防支队零陵
大队，感谢消防官兵及时救出了他的小孩。

5月21日14时38分， 零陵消防大队接到指挥中心调度，
零陵区一小区里， 一个小女孩的脖颈部横卡在住房一楼对
讲门门柱与固定楼梯护栏柱子缝隙间，无法动弹。消防官兵
赶到现场发现，小女孩与对讲门门柱呈“十”字形。因为小女
孩的自身重量，脖颈部还在向下沉，越卡越紧。小女孩也意
识到危险，大声哭叫。

为防止对小女孩的二次伤害， 消防现场指挥安排一名
战士抱起小女孩，并让其家人双手捧住孩子头部。另一名消
防战士将液压剪口钳， 放在对讲门柱与楼梯护栏固定柱子
之间，慢慢扩张。3分钟后，小女孩被成功救出。据了解，这个
小女孩出于好奇， 想从对讲门门柱与楼梯护栏固定柱子间
穿过，导致脖颈被卡。

“群众的小事也是大事”
———自治州纪委攻坚信访积案记

湖南日报5月22日讯 （记者 姚学文
通讯员 李绍萍 苏继纯）近日，长沙市雨花
区完成了东山街道城投6号地最后一堵围墙
的拆除工作。至此，雨花区对“围而未建”地
块实体围墙应拆尽拆、全面清零。

“围而未建”地块严重影响城市环境，
成了城市的一块“伤疤”。不久前，长沙市
委、市政府作出决定，要求尽快实现对“围

而未建”地块实体围墙应拆尽拆，全面复
绿。据统计，雨花区共有此类地块87块，分
布在同升、洞井、东山、圭塘、黎托等街道，
是全市拆除任务最重的区。

雨花区按照“属地负责、拆建同步、管
理到位”原则，强力推进拆除集中攻坚行
动。并要求所有围墙拆除后2天内，必须完
成渣土清运。结合地块实际，加快公共停

车场建设和绿化改造等工作，切实提升城
乡品质，开放更多公共空间。为防止出现
新的实体围墙和围墙拆除后出现“反弹”
现象，该区加大巡查管控力度，确保整治
成果巩固到位。

雨花区全面完成了实体围墙拆除计
划任务，据统计，共拆除围墙2.86万米，实
现地块复绿8.34万平方米。

雨花区“围而未建”地块围墙应拆尽拆
拆除围墙2.86万米，复绿地块8.34万平方米

湖南日报记者 陈鸿飞
通讯员 陈咏涛 刘魁春 戴军

“曾书记来啦，到家里坐坐啊！”
5月21日，衡阳县界牌镇将军村易地

扶贫安置点， 村民宋自生看到前来走访
的县委书记曾秀，热情招呼。

宋自生说， 他第一次接触曾秀是去
年春节前夕， 当时担任衡阳市地税局局
长的曾秀在将军水库大坝下车，带着米、
油、棉衣等过年物资，踏着泥泞小道，来
到宋自生家里走访慰问。

将军村地处南岳后山，全村1938人，
大部分生活在海拔800米以上高寒山区。
这里山清水秀， 但只有一条羊肠小道供
村民出入，交通不便造成经济发展滞后。

要想富， 先修路。2015年上半年，衡
阳市地税局扶贫工作队驻村后， 与衡阳
县政务中心、 衡阳县工商局扶贫工作队
一起， 把修路作为当地脱贫攻坚的头等
大事来抓。

通过争取政策支持、 后盾单位支持，
加上社会捐资、村民集资等，两年多来，将
军村共筹资800余万元， 硬化了环将军水

库以及8条通组道路，里程达19.2公里。
“路面硬化都是5米宽，山区修一条

公路太不容易啦。”将军村村委会主任王
代喜介绍，这两年，村里还先后修建了12
个蓄水池，解决了安全饮水问题；新建移
动信号塔，解决了通讯问题；去年底，建
成一栋能供23户无房户、 危房户入住的
安居房；今年底，将完成电网改造。村民
汪金玉说，全村有1.6万多亩林地，村民想
成立种养合作社或引进农业龙头企业，扩
大种养业。

村委会主任王代喜说， 村里还计划
修通到南岳方广寺的6公里道路，加入大
南岳旅游圈，发展休闲避暑生态旅游，争
取早日脱贫致富。

将军村修通脱贫路

长沙：
高考爱心的士可预约

湖南日报5月22日讯（记者 陈永
刚 通讯员 李璜婷） 一年一度的高考
即将来临，从今日起，长沙蓝的出租汽
车公司开启免费接送考生预约活动。
今年高考期间， 蓝的公司送考出租车
都将贴上送考标识， 考生只要出示准
考证， 出租车将优先接送并免费。“我
们公司大部分车辆将参加爱心送考活
动，承诺规范服务，安全、快捷、准时、
免费接送考生。”蓝的公司营运部部长
表示 。 考生可拨打蓝的公司电话

“0731－84743309”预约。预约成功的
考生，高考两天可享受“一对一”免费
接送服务。

郴州：
林业信息化率全国领先

湖南日报5月22日讯（记者 李秉
钧 通讯员 王慧莲 蒋伟） 郴州市林
业局负责人今日向记者介绍，该局在
全国市级单位林业信息化率评测中
综合排名第一， 获评2016年度全国
林业信息化建设十佳市级单位。根据
国家林业局规划， 到2020年全国林
业信息化率要力争从“十二五”的
62%提高到80%，其中市级信息化率
要达到70%。去年郴州市林业信息化
率已达到90.6%。近年来，该市加大
投入，加快林业电子政务平台、“智慧
林业”、基层及国有林场网站群、办公
自动化以及新媒体等建设，取得了有
目共睹的成绩。

新田：
重拳整治环境违法现象

湖南日报5月22日讯（记者 刘跃
兵 通讯员 邓提茂 何京蔓）近日，新
田县查封了该县龙泉镇两家存在污
染的养殖场。4月以来，新田县成立采
石场、制砖厂、扬尘和渣土、预拌混凝
土、养殖场等集中整治组，以及舆论
宣传、打击处理、督查问责等专业工
作组， 分工合作整治环保突出问题。
目前，全县已关停或责令整改养殖场
112家，依法查封关停环保不达标、证
照不齐全的场厂20余家， 刑事拘留1
人，行政拘留2人，下达整改通知或停
业书280余份。

5月20日，长沙市橘子洲景区，盲人和志愿者一道进行跳绳比赛。当天，长沙市爱康残
疾人就业服务中心开展“我们爱长沙”活动，组织100余名残疾人乐游橘子洲、朗诵毛泽东
诗词、快乐健身，激励残障人士自强不息，倡导扶残助残。 李健 金慧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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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荨荨（上接1版）
为了对吸毒人员更好地进行管控和

服务，武陵区依托网格化大数据平台，收
集吸毒人员、管控力量、帮扶力量、相关
社会组织、 禁毒日常工作等数据35万多
条。通过相关系统，不仅可对吸毒人员进
行动态跟踪， 还能提醒社区专干及时为
吸毒人员提供戒毒等服务， 并记录服务
时间、流程、反馈等，成为全区禁毒工作
的“千里眼”和“智囊库”。

去年， 武陵区登记在册的吸毒人员
有2574人。实现了戒毒出所回归人员、社
区戒毒（康复）人员无一脱管漏管，吸毒
人员管控率达到87%， 未发生一起吸毒
人员肇事肇祸案件。

治疗一颗心
戒毒实践证明， 吸食海洛因的人员

一年后复吸比例达80%以上， 主要原因
是心瘾难除。 为帮助戒毒者从心理上断
绝对毒品的依赖，武陵区组织职能部门、
社会组织、志愿者等力量共同进行帮扶，
用真情换真心， 对戒毒人员进行引导。

“和事佬工作室”“学田工志愿服务联合
会”等一批社会组织、志愿者组织，主动
上门做工作， 并为吸毒人员提供矛盾调
解、法律援助等服务。同时，组建“近心
帮”心理咨询专家团队，全区137名专业
心理咨询师长期驻社区， 建立“心灵氧
吧”等，接待戒毒人员，已开展“一对一”

咨询1320余次，音乐释压体验421次。
武陵区还创造“互联网+微咨询”的

新方式， 运用互联网为吸毒人员提供全
天候服务， 切实有效地帮助他们重建心
理支持、家庭支持和社会支持，增强其战
胜毒瘾的信心。

各尽一分力
“当初听说他吸过毒，不敢聘用。不

想用了后发现，这个小伙子还不错，态度
好又吃得苦， 看来真是浪子回头金不
换。” 武陵区一家酒店的经理袁化明说。
经社区工作人员耐心做工作， 袁化明今
年初聘用吸毒人员熊某为酒店保安，最
终收获了一名称职的员工。

吸毒人员既是违法者，同时也是患者
和受害者。 为帮助他们重新融入社会，武
陵区实施“回归社会”计划，切实帮助吸毒

人员解决各类现实问题，帮助落实低保救
助、住房保障等，让他们感受到党和政府
的温暖。并积极与各用工单位沟通，动员
社会力量参与吸毒人员帮扶工作。

去年来， 武陵区累计帮扶救助吸毒人
员800余人次，落实低保40余户，临时救助
156人，法律援助224人。全区就业安置戒毒
康复人员112人。777家政、华星电器、常德
美仑食品厂等企业主动承担社会责任，与当
地政府达成了为戒毒康复人员提供专业技
能培训、安排就业岗位等协议。同时，加大对
戒毒康复人员创业的支持力度，在小额贷款
上简化审批程序，扶持15人成功创业。

采取“互联网＋禁毒”模式，武陵区
对吸毒人员的帮扶真正起到了帮扶一个
对象、挽救一个家庭、和谐一个社区、平
安整个社会的作用， 为吸毒人员铺就了
一条充满温情的回归之路。

铺就充满温情的回归之路


